
东航坠机 看功勋飞行员之殇

东航MU5735航班的

132名机上人员已确认全部

罹难。该公司制度与飞安问

题也被大众广泛关注讨论。

一部东航自主修复波音

737-800NG拨叉的纪录片

近日出现在网上，专业人士

看后表示，这显示出东航维

修团队潜在的诸多问题。

纪录片提到，在制作

25.43毫米孔时，因没有“配

套”工具，所以东航工程团

队采用自主研发的手动“逐

级扩孔”的方式铰孔。

专业人士感到惊讶，大

多数飞机制造都采用电脑仪

器精准测量数据，使用精确

的钻头凿孔，“手工”的方

式很罕见，不能确定这是否

安全。此外，东航使用的飞

机材料、工程人员的技术是

否能达到波音公司的水准，

也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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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防疫乱象频曝
极端封控措施引民怨

人民日报批判“大翻译运动”
评论区翻车

染疫后念九字真言
三天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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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很高，但并入东航后，飞行员待遇骤降，

引发原云南航空飞行员的强烈不满。

2008年，东航要求云南分公司按

照20% ～ 30%的标准上税，导致原云

南航员工长期的不满终于爆发。2008年

3月31日～ 4月1日，并入东航的原云

南航空公司飞行员集体返航，21个航班

飞到目的地后以“天气原因、无法降落”

为由返回出发地，实际上就是罢工。

事发后，云南分公司总经理被免职，

13名飞行员被处分，1名机长停飞。张

正平的一位学生回忆，张正平在业务上

很能钻研，但他正好缺了从2008年之

后长达13、14年的正常提升时间段。

分析：不排除张正平带情绪飞行
一位已经抵达美国的东航老机长证

实，东航一些老实巴交的老机长由于各

种原因遭打压，结果被一撸到底成副驾

驶，甚至终身成副驾驶的都不在少数。

高飞表示，“飞行员的精神状态是事

故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中共能够

公布真实调查结果，回应外界质疑。”

云南航空合并到东航是在2002年

江泽民时期。合并后，东航股票大赚，

东航董事局里，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都赚了大钱，原云南

航空人的权益却成为代价。

东航失事飞机从8000多米高空垂

直坠落，令外界对事故原因产生强烈质

疑。美国资深飞行机师高飞表示，不能

排除飞行员因情绪造成的安全隐患。

公开信息显示，失事飞机的机长杨

鸿达32岁，飞行时间6000多小时；第

一副驾驶张正平，59岁，是“五星机长”，

飞行时间长达3万多小时。然而张正平

却担任副驾驶，这有悖常理。

张正平曾是中国飞行界元老
张正平带过的徒弟李明（化名）接

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拥有40年飞

行经验的张正平是“祖师爷”级别飞行员，

带过的徒弟现在很多都是业内大佬。张

正平曾当过“机长教员”、局方委任代表

暨检查员，也当过中队长或副中队长。

检查员、机长教员与副驾驶的工资

差别很大，甚至有几倍之多。张正平如

今被降职为副驾，待遇上几乎一抹到底。

东航与云南分公司长期存在矛盾
据前中国航空公司员工透露，张正

平是原云南航空公司的资深机师，合并

到东航后，包括张正平在内的原云南航

空员工与东航总部有着很复杂的矛盾。

《环球旅讯》2008年报导指，云南

航空曾是中国最盈利的公司，飞行员待

东航修波音曝光 
业界人士吃惊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东航失事飞机副驾驶张正平，59岁，安全飞行时长达32,500小时，是东航“五星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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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显示，隔离点环境脏乱，垃圾没有

及时清理，厕所仅两个，灯还是坏的。

该男子奉劝民众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要带着小孩来浦东医院看病，

否则都会变为阳性，关在这里。

一段视频显示，一名上海警察对

聚集抗议的民众说，“今天带400多

个，昨天带1000多个去隔离，哪来

这么多车、这么多房子给人住。”

上海方舱爆满，多区赶建方舱医

院。一段视频显示，3月30日上海

后滩公租房征用做隔离点。另外，上

海闵行公租房也作为隔离点，一名被

隔离的女士拍摄视频说，当局安排两

个根本不认识的阳性患者住一间房，

睡一张床，完全没有得商量。

上海市民网上求助，一家七口，

六人染疫，没人管没人问，当局已把

家门封死。

政府派发免费物资，一名女士拍

摄视频说，物资只给本地人，外地人

没有，这些物质也有我们安徽送来的

呀，外地人没有。

3月30日晚，上海浦东一小区

居民抗议菜价暴涨，冲出小区，走到

街道上示威，高喊“我们要吃平价菜”。

近期，上海被曝光多起病人因得

不到及时治疗失去生命的事件，包括

癌症、血透、哮喘等病人。很多急需

医疗的民众，被封控家中，无法外出

看病，很多阳性患者同样求助无门，

上网求助者激增。

上海政府宣传造假，让防疫人员

摆拍宣传片。身穿防护服的演员故意

躺在地上，显出疲累的样子，还有人

站在黄浦江边做出努力抗疫的姿势。

这些本来就是中共党文化漠视生

命、不顾民生疾苦所带来的特色通病。

中共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只要中共

还在，给民众造成的苦难就避免不了。

2 聚焦

露，他的父亲在过去一周内去世了。

这位患者儿子的朋友也告诉记者，其

他去过医院的人也看到了至少十几位

病人的尸体。

还不止这些，网上大量视频曝光

上海封城后乱象丛生，街头已出现荷

枪实弹的防疫人员，大批山东特警进

驻上海维稳。

3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潍

坊五村居民与居委会发生肢体冲突，

原因是老人没有饭吃，不得已的情况

下拿了居委会的盒饭，居委会工作人

员辱骂老人，引发居民群情激愤。居

委会事后发朋友圈声称集体罢工，事

件引起网络热议。

极端封控 民众生活陷困境
上海从28日起实施浦东浦西分

批核酸筛查，4月1日起上海基本实

行全面封城，2400万人的城市全面

停摆。

上海一名男子发布视频，曝光上

海浦东医院把确诊的、无症状的、普

通看病的人员关在一起做核酸检测，

致使来检测人员大面积感染。视频画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

正龙4月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3月1日～31日，

全国累计本土感染者103965例，波

及29个省份，呈现点多、面广、频

发的特点。

而上海的疫情仍在持续爆棚。上

海市卫健委4月1日通报：3月31日

0-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358例和无症状感染者4144例。

全国31日新增本土确诊1787例、无

症状5442例。全国大半疫情在上海。

上海防疫乱象频曝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知情

人消息透露，浦东上海东海老年护理

医院，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曾至少

有100多位老人新冠核酸阳性，之后

护理员被当局隔离，有6位替补护理

员目睹了养老院拉出几具尸体。

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一位卫

生勤务人员说，28日晚上，医院门

口停了半打灵车，他吓坏了。该卫生

勤务人员的任务是对一名男性遗体包

扎。一位患者的儿子，也向华尔街透

上海防疫乱象频曝 极端封控措施引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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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汇郡海棠苑，整个小区居民连日买不到平价蔬菜，大家夜晚聚集抗议，结果带头人
被带走。

请翻墙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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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批判“大翻译运动” 评论区翻车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日前发文

批判“大翻译运动”，但评论区却俨

然成了大型翻车现场，中国网民一面

倒地嘲讽《人民日报》的发文，力挺

“大翻译运动”。

该文章以《小偷小摸的“大翻译

运动”抹黑不了中国》为题，称大翻

译运动在“抹黑中国的舆论战上，蹭

上俄乌冲突的热度，又玩出了新花样”

等等。

文章下方网民纷纷留言说：“看

了翻译，真没抹黑，就是实事求是的

原话翻译，为了避免说造假，中文截

图都在呢。”“不是偷偷摸摸，是光明

正大哦。”“你敢筛选评论区，还不敢

让别人原封不动翻译出去？”“官媒们

这么气急败坏，看来是真急了。”

据“大翻译运动”在其推特账号

发文介绍说，该运动由“分散在世界

各地的00后中国人组成”。今年3月

以来，他们将中国“局域网”的言论

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

“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

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包括中

共官媒的报导。

这一运动显然引发中共紧张，近

来多家官媒接连发文对其进行批判，

并一如既往地扯上所谓“反华势力”。

“大翻译运动”在推特上对人民

日报的污蔑做出了回应：良心比“初

心”更可贵，天命比“使命”更难为，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大翻译的浪潮绝

不回头，这世间的善恶最终都要有一

个交代，该来的都要来！

中共在国内搞网络封锁，形成了

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它想怎么样说

就怎么样说，“大翻译运动”给了中

共一个非常大的震慑，它们不得不有

所顾忌。希望有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

真实面目，减少中共的仇恨宣传对中

国民众的毒害。

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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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长津湖之战 
媒体人罗昌平被审

3月30日，知名媒体人罗昌平，

因质疑中共影片《长津湖》遭审判。

检方指控罗昌平“侮辱中共军人”。

2021年10月6日，罗昌平在新

浪微博发帖质疑中共热捧的电影《长

津湖》：“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

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

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至

于这场战争，不必作过多的评价，看

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

案一目了然。”

罗昌平将剧中的“冰雕连”称为

“沙雕连”，而“沙雕”的意思是“愚蠢、

无脑”。

随后，罗昌平遭到中共官方围攻，

其个人微博等也被禁言。同月，罗昌

平被警方传唤、拘留，之后被批捕。

罗昌平曾任《新京报》核心记者、

深度报导部主编，《财经》杂志副主

编兼任《LENS视觉》副主编，曾多

次发表涉及官员贪腐的调查报导。

中共为何对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如

此大动干戈？仅仅是因为他“侮辱英

烈”吗？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长津湖之战，是韩战中的一场战

争。该战争是由朝鲜军队侵入韩国引

发，联合国决定出兵，美国为首的16

国军队参战，中共派兵帮助朝鲜军队。

据公开报导，长津湖之战是指

1950年11月27日夜间，埋伏在山

林中的中共军队突然向美军发起总

攻。在美军炮火下，中共军队惨败。

很多士兵竟然是冻死的。

而罗昌平被扣上的罪名，正是因

为他在微博谴责中共这种“英明决

策”。他说：“仅从零下30度以下被活

活冻死这样一个残忍的细节看，冰雕

连值得怜悯，不值得歌颂，而背后造

成这些年轻子弟活活冻死的人更应该

承担责任。” 

明眼人不难看出，罗昌平的意思

很清楚，那就是说这是一场不正义的

战争。换句话说，罗昌平针对的不是

冻死的军人，而是中共。对于这一点，

中共当然心知肚明。                      

“大翻译运动”翻译的国内网民评论从海外进口疫苗一事：他们现在认为从西方进口的一
切都是邪恶的。他们强烈抗议上海政府进口COVID19疫苗。

希望之声

新唐人



4 见证

家努力追寻东航坠机原因时，邪党却

极力压制新闻真相，或者回避记者专

业的提问，通篇念稿……

我明白了，在邪党眼中，它的“面

子”最重要，普通人的利益不重要，

只要能保住邪党的岁月静好，这些人

都可以被牺牲。我终于对“共产”有

认识了，共产原来就是可以随意侵害

普通人的利益来达到邪党的目的。难

怪共产了这么多年，受穷的还是百姓。

这些事情戳破了邪党伪善的面

具，“党”和“国”真的不是一回事，

邪党的恶没有底线。所以我退出邪党

的组织，不做它的螺丝钉。远离邪恶，

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声明人  栾容海（有删节）

在大陆的教育体制下，加入党、

团、队是一个充满被动、欺骗和自我

洗脑的过程。

小学时加入少先队是强制的。初

中毕业时，所有的学生都会被学校加

入团员，“团”是什么对于学生们来

讲是稀里糊涂的。而对于高中和大学

入党，人们很大程度出于功利性。

“入党”需要上党课，这个党课

会向人灌输，“二万五千里逃跑”是

为了北上抗日；扶持流氓政权的“抗

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

邪党通过不断地强调其“伟光正”

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任，使他们放弃了

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但是，最近发生

的很多事都使我们清醒地看到，邪党

的宣传和其实际所作所为，根本不是

一回事。它说为人民服务，可人民比

谁都惨：集全网之力，不能让李莹和

她的亲人在可信的检测机构做DNA

对比；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大陆防疫

充满瞒报、惊慌、混乱。

有人被隔离在大桥上，不能回家。

有人因为没有核酸被挡在医院门口等

死；乌克兰军队在枪林弹雨中营救了

中国留学生，在大陆没有报导；在大

我的退团退队历程

我女儿在国外读大学。2021

年4月，她大学毕业，因疫情原因

没有回国，和男朋友在当地打工。

今年3月6日，女儿的男朋友

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发烧、浑身疼

痛、嗓子也疼，他染疫了。

我告诉女儿：你让他把那个东

西退出来（“三退”），再念那几个

字（九字真言），用不上一个礼拜

就好了！女儿说：我告诉他了，他

不信，怎么说也不出来（“三退”）。

后来我让女儿把电话给她男朋

友，我说：孩子，听阿姨的话，你

只要按照我女儿告诉你的步骤去

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是不用

花一分钱就能好的方法，就看你的

心。他只回答“好”“嗯嗯”。

挂了电话，我又和女儿说：“你

再和他确定一下，得本人同意才

行。”后来女儿告诉我：“他同意了，

你给他办吧。”我上网用他的小名

给他退了加入过的少先队。

第三天晚上7点左右，女儿来

电话，说她男朋友那天和我说完话

就睡着了，等醒来后，全身有力气

了，不疼了。我说：太好了！大概

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他见证大法的

神奇功效!

当女儿男朋友康复了，我女儿

又难受起来了，和她男朋友的症状

一样。女儿做完自己的工作就回自

己的住处，心里一直默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着念

着，她就睡着了。醒来后她全身轻

松，从感染病毒到痊愈，前后两天

半的时间就全好了！

我把孩子们染疫后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而痊愈的经过写

出来，希望世人都明白大法好，得

到大法的保护！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大纪

元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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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后念九字真言
三天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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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2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举办全球声援三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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